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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月17日，刚刚上任的印州州
长霍尔卡姆（Eric J. Holcomb）在州政府发表
了首次就职讲演，并提出了他今后的五个施政
纲要。

首先，霍尔卡姆州长提出，印州今后将
大力发展多元化经济，在保持财政平衡的前提
下，持续提供工作机会。为此，他提议在今后
10年中投资10亿美金，努力将印州发展成技术
革新者和企业家的首选。

第二，印州是全美的十字路口，从印州
出发，一天内可达美国80%的面积。为保障印
州的道路和桥梁能够使运输畅通无阻，霍尔卡
姆提议在今后的20年里要维护和修建至少4条
州际公路（US 30 from Ft. Wayne to Valparaiso, 
and 31 to South Bend, additional lanes on I-70 
and I-65 from Jeffersonville to Crown Point, and 
completing I-69 from Evansville to Ft. Wayne）。
为此，他正在寻求资金来源。

第三，提高印州的教育水平。霍尔卡姆州
长提议给每年的教育投资加倍，从K-12 STEM 
education，到大学、级研究生教育。另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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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长五大纲要带领印州创美好未来

霍尔卡姆（Eric J. Holcomb）于本月5日宣誓就职
印州新州长。（图片由州长办公室提供）

州现在有3万份工作没有合适的人选，而同时
有两百万印州人缺乏可以找到工作的技能。所
以，他提议投资两百万美金，用于在职教育，
使打工族适应新时代的技术要求。

第四，2000年后，印州因吸毒而死亡的人
数增加了500%，在美国排第15位。他提出要从
各层面重视这一问题，严格制止毒品的扩散、
运输和贩卖。

第五，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使政府各部
门各负其责、行之有效、增加透明度，成为真
正为印州人服务的政府。

霍尔卡姆州长最后用在印州渡过青少年时
代的林肯总统的话作为结束语：“The best way 
to predict your future is to create it”.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霍尔卡姆州长不忘印
州华人社区，于19日给本报发来贺词，祝贺华
人喜迎新春。贺词原文如下：

“To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our great state, I wish you a very happy New Year!  I 
hope you welcome in the new year with good health 
and an abundance of blessings.”

1月19日上午11点，印城86街老人公寓
的迎新春联欢会在西楼活动室隆重举行。
公寓里的中国老人们几乎全部来到会场，
他们衣着光鲜，喜气洋洋，齐聚一堂，共
贺新年。公寓的管理人员和经理等老美朋
友也被邀请，兴致勃勃地坐在前排中间，
分享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欢乐气氛。

联欢会开始，唐开宁老师至新年贺
词。他简单地回顾总结了2016年的公寓活
动与经历，赞扬了大家充满爱心、互助合
作的精神。同时，祝福各位在新年中继续
积极投入各项公益活动，互相关心，互相
爱护，感恩社会，平安、健康、迎接新一
年的生活。接着由王润俦老师指挥，所有
来宾同声高唱《天佑阿美利加》、《新年
好》和《大家团结在一起》。三首歌唱
毕，老人们分享了极其丰盛的午宴后，文

娱节目登场。
李鸣真医生和史继德老师的京剧清

唱；钟永珍和汪元先老师的舞蹈；唐开宁
老师的武术及邹泉仁、段胜莉二位的交谊
舞，都以完美的演唱技巧，娴熟的舞姿及
重在参与的精神，获得满堂彩。会场内欢
声笑语，大家沉浸在浓郁温馨的家庭气氛
中。会场中没有靓丽的舞台，没有精美的
灯光布景，却有着吉祥和喜气的红色中国
情。联欢会不仅展现了老人生活中同乐
互助、亲如家人的和谐关系，也传达了全
体公寓居民对新年中健康快乐生活的向往
和祝福。最后与会者又同声高歌《难忘今
宵》，联欢会在共祝中国好的热烈气氛中
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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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鸡 报 晓 ： 印 城 公 寓 老 人 喜 庆 中 国 新 年 


